國立臺灣大學 97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招生考試教育常識測驗

說明：
考生如對試題答案有疑問時，應於 97 年 6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8:00 前，
檢附證明資料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education@ntu.edu.tw)，逾期將以公佈之答
案計分，不得再提出異議。
一、單選題【共 20 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
案，答錯倒扣三分之二分，整題完全不作答者，該題以零分計算。倒
扣分數至單選題得 分 扣 完 為 止 ， 不 影 響 多 重 選 擇 題 分 數 。 分 數 四
捨五 入 至小 數點 後 第 二位。】

(D) 1. 本校教育學程學生參加全國教師資格檢定最近三年的通過率是 (A)均低於
50% (B)約 60% (C)接近中等學程的平均通過率 70%-80% (D)高於中等學程的
平均通過率，介於 85%-90%。
(C)2. 本校從 1995 年開始可以像師範大學一樣，參與培育師資工作的法律依據是
(A)師範教育法 (B)教師法 (C)師資培育法 (D)大學法。
(D)3. 為整合大學校院資源，今（97）年 8 月國內首件綜合大學與教育大學合併成
功的案例是 (A)台灣大學與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B)中興大學與台中教育大學

（C）成功大學與台南教育大學 （D）東華大學與花蓮教育大學。
(A)4. 下列文句「 」中的俗語，何者使用不恰當？ (A)他「翻臉跟翻書一樣」，整
天繃著臉，好像每一個人都欠他幾千萬似的

(B)不管怎麼說，我是「吃了秤砣

鐵了心」，不去就是不去，別白費口舌了

(C) 我是為了幫你，你怎麼反倒責怪

我！真是「狗咬呂洞賓，不識好人心」

(D)他「得了便宜又賣乖」，偷吃了我

的餅，竟說幫我減肥，還要我謝謝他呢。
(B)5. 近來有一群新出現的職場「弱勢族群」，他們多為高學歷社會新鮮人，從事
過不穩定的「非典型」工作，包括約聘、短期、外包、派遣等型式，這些人被
稱為 (A)啃老族 (B)飛特族 (C)草莓族 (D)月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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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新托福測驗包括聽說讀寫部分，今（97）年 5 月公佈去年全球新托福測驗成
績，台灣學生在下列能力中哪一項最差？ (A)聽 (B)說 (C)讀 (D)寫。
(A)7. 選舉期間，政黨或任何人在學校懸掛或豎立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競
選廣告物，請問是違背了哪一種法律？ (A)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B)行政中

立法(C)教師法 (D)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C)8. 我國學生 2006 年首度參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主辦的 57 國「學生
基礎素養國際研究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國際評比，在參加的學科中哪一科表現最差？ (A)數學

(B)科學

(C)

閱讀 (D)英文。
(D)9. 學長說的話猶如聖旨，不服從就會遭殃，如同電影「投名狀」中「大哥是
對的！」這句經典對白，最能反應現實校園中的什麼現象？

(A)塗鴉

(B)管

教(C)體罰 (D)霸凌。
(A)10. 目前欲取得中等教育教師資格者，包含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在內共需
修完多少學分？ (A) 30 學分

(B) 36 學分

(C) 40 學分

(D) 44 學分。

10. 目前欲取得中等教育教師資格者，包含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在內共需
修完多少學分？ (A) 30 學分 (B) 36 學分 (C) 40 學分 (D) 44 學分。
（無解答，參頁 8 備註說明）
(B)11. 九年一貫課程中，何種領域課程時數配置所佔的百分比最大？ (A)自然與
生活科技領域 (B)語文領域 (C)數學領域 (D)社會領域。
(D)12. 下列哪種法規明定「教育之實施，應本有教無類，因材施教之原則」之條
文？ (A)教師法 (B)國民教育法 (C)師資培育法 (D)教育基本法。
(B)13. 容納國中生與高中生於同一校園中接受教育，強調中學課程六年一貫的學
校型態稱為？ (A)普通高中 (B)完全中學 (C)實驗高中 (D)綜合高中。
(C)14. 台大師資培育中心所設置的「馬信行教授獎學金」，何者可以申請？ (A)臺
大師資培育中心所招收之新生

(B)台大師資培育中心尚未實習之學生

(C)台

大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學生/教師 (D)以上皆可。
(B)15. 國中學生基本學力測驗的「量尺分數」是： (A)絕對分數

(B)相對分數

(C)原始分數 (D)基礎分數。
(A)16. 教育當局規定國民中學三年級數學、英文可採取能力分組進行教學。請問
下列何者符合能力分組教學背後的理念？ (A)因材施教
能補拙 (D)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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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教無類

(C)勤

(B)17. 以下有關我國教師概況陳述何者正確？ (A)起薪過低、不具競爭力

(B)不

適任教師處理困難 (C)教師平均年齡過高 (D)教師需求大於供給。
(C)18. 明慧是國三的學生，在開學後兩個月，開始出現下列狀況：食慾減退、吃
不下飯，同學邀約外出、不想出門，記憶力減退、讀書效果很差，夜間失
眠、睡不著，早晨無法準時起床上學、常常遲到。而且上述情況已經持續三
週了，如果你身為明慧的老師聽到她父母的描述，你初步研判明慧可能是罹
患哪一種病症？ (A)厭食症 (B)恐懼症 (C)憂鬱症 (D)精神分裂症。
(A)19. 根據學校分級輔導工作原則，導師在那個層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A)針
對大多數學生的身心發展給予適當教育輔導

(B)針對有問題徵兆的學生提供

預防性輔導(C)針對少數有嚴重問題的學生進行心理行為矯治

(D)針對已中輟

的學生進行密集追蹤輔導。
(D)20. 有關今年國民中學基本學力測驗的敘述，下列何者為正確？ (A)國文科加
考作文，但不計入總分

(B)測驗成績以百分制表示

(C)英語科加考聽力與口

說能力 (D)各科測驗試題類型以選擇題為主。

二、多重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4 分，共 160 分。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
案，各自獨立，其中至少有 2 個選項是正確的。每答對一個選項，可各
獲 1 分， 每答錯一個選項則各倒扣

1

分。整題完全不作答者，該題

以零分計 算。倒扣分數至多重選擇題得分扣 完為止，不影響單選題分
數。】

(ABCD)21. 以下哪些是本校培育師資的目標？ (A)多元

(B)專業

(C)創新 (D)領

導。
(ABC)22. 本校教育學程修課規定，以下哪些是正確的？ (A)不論未來任教國中、
高中或高職，
「九年一貫課程導論」為必修課程
課程中至少修習兩科

(B)需在「教育基礎學」四科

(C)需在「教育方法學」六科中至少修習三科

(D)「特

殊教育概論」為必修課程。
(ABCD)23. 目前教育法令規定，想要當一位中學的正式教師，需通過哪些程序？
(A)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B)修畢教育實習
定考試 (D)通過縣市或各校教師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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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通過全國教師資格檢

(BCD)24. 國內國小四年級學生於 2007 年首次參加 45 國的國際閱讀素養調查
（Progress in Reading Literacy Study），以下陳述的結果哪些是正確的？ (A)台灣
學生是華人地區表現最好的
佳

(B)台灣學生選擇題表現優秀，但問答題表現欠

(C)台灣學生高分組較常看故事小說、書籍雜誌；低分組較常看漫畫、玩

電腦遊戲 (D)台灣學生為興趣而閱讀的比例排名最後，遠低於國際平均值。
(CD)25. 2007 年底立法院修正通過「私立學校法」，以下哪些是新法的規定？ (A)
鬆綁私校學雜費調漲限制，所有私校均可自訂學費
達 100％

(B)個人捐款私校免稅可

(C)私校不得強制學生參加任何宗教儀式或修習宗教課程

(D)外國

人可依法在台設立高中以上學校。
(ABCD)26. 以下哪些是「父母教子」的成語？ (A) 趨庭之教

(B)義方之訓

(C)

幼秉庭訓 (D)詩禮之訓。
(ACD)27. 教育部近來推動「攜手計畫」，以下對「攜手計畫」的陳述哪些是正確
的？(A)是課後補救教學
數學

(B)對象是高中職學生

(C)科目為國(語)文、英文及

(D)對象包括失親、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子女。

(ABD)28. 下列有關體罰的陳述，何者正確？ (A)「教育基本法」規定零體罰政策
(B)根據今年教育部調查，體罰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試成績不好、不按時交作業
(C)根據今年教育部調查，體罰最嚴重的地區是在北部地區 (D) 4 月 30 日為
「國際不打小孩日」(430 Spank Out Day)。
(ABCD)29. 以下有關「一綱多本」教育政策的陳述，哪些是正確的？ (A)係指一
種綱要，多個版本教科書

(B)「一綱多本」的理念是讀通一本就能應考

(C)

依據法令，選教科書的單位是「學校」 (D)北北基教育當局近來倡議 「一綱
多本選一本」。
(ACD)30. 以下有關繁星計畫教育政策的陳述哪些是正確的？ (A)旨在照顧偏遠地
區的學生升學機會，以縮短城鄉差距
大學

(B)適用對象包括國中升高中及高中升

(C)曾發生長春藤高中調整學生成績的醜聞

(D)為多元入學管道之

一 。
(BD)31. 2007 年底台北市一所國中學生不滿導師搜她的書包，控告導師侵犯隱私
權，求償一百萬元，這是國內第一件老師搜學生書包的司法判決案件。判決
結果是(A)班導師未經本人及其父母同意，就翻查書包，侵犯憲法所保障的隱
私權

(B)老師為防制幫派進入校園，檢查同學的書包，屬於合理管教的「正

當理由」 (C)女學生勝訴 (D)老師勝訴。
(ABC)32. 所謂「特殊教育」可針對下列何種學生而開辦？ (A)數理資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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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

閉症(C)肢體障礙 (D) 原住民學童。
(AD)33. Cheers 雜誌連續 12 年調查「1000 大企業最愛的大學生」，臺灣大學 20072008 年連續兩年榮登第一，請問企業界欣賞台大學生哪些特質？ (A)融會貫通
能力(B)團隊合作 (C)苦幹實幹 (D)國際觀與外語能力。
(ACD)34. 以下有關高級職業學校教育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高職培養的學生
原本以就業為目標，但近來升學已成為其主要選擇

(B)高職生升學率為二成

(C)私立高職學生多來自弱勢家庭 (D)高職生大都考上私立技職校院。
(BCD)35. 下列那些現象是我國教育目前面臨的挑戰？ (A)大學錄取率低、升學壓力
大

(B)教育改革並未減緩補習風氣

(C)教育成就兩極化、城鄉差距大

(D)少

子化造成教育供應過剩。
(ABCD)36. 我國師資培育法涵蓋哪些教育層級的師資？ (A)高級中學（含職業學
校） (B)國民中學 (C)國民小學 (D)幼稚園。
(ABD)37. 目前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所指之多元入學管道包括： (A)申請入學

(B)

登記分發入學 (C)推薦入學 (D)甄選入學。
(BC)38. 下列哪些是學校一定要成立的正式組織？ (A)教師會

(B)課程發展委員會

(C)教師評審委員會 (D)實習輔導委員會。
(BD)39. 現今中小學初聘正式教師，要經過那些程序？ (A)經師資培育機構分發
(B)參加縣市政府或學校舉辦之公開甄選

(C))經學校校長及家長會共同審查通

過聘用 (D)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聘用。
(ABD)40. 為強化學生性別平等之觀念，我國訂定有關之法律有： (A)性別平等教育
法 (B)性騷擾防治法 (C)兩性平等法 (D)性別工作平等法。
(BCD)41. 為提供學生豐富多元的學習資源，台大師資培育中心這學期舉辦了下列
那些活動？ (A)「我的學思歷程」系列演講

(B) 「教育理論與實務－問題導

向專題式教學」研討會 (C)舉辦「台大 SUPER 教案獎」 (D)「九八高中課程
綱要」研習。
(ABC)42.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完成修習取得之教師資格，可以任教 (A)國民中學

(B)

完全中學 (C)綜合高中 (D)國民小學。
(ABCD)43. 教育改革經過十幾年的推動，目前面臨檢討的聲浪，其中主要的批評包
括： (A)學生升學壓力不減反增

(B)一綱多本教科書增加學生負擔

(C)多元入

學方案被批評為多錢入學方案 (D)大學校院數量遽增、品質降低。
(BC)44. 新政府已於 5 月 20 日上任，馬英九總統競選時提出的「教育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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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下列哪些主張： (A)教育應實踐政黨理念、確保民主成果
資、增加教育經費

(C)擴招境外學生、增加國際交流

(B)擴大教育投

(D)教育改革弊端叢

生、應予廢止。
(ABC)45. 臺灣大學日前舉辦對新政府建言研討會，李嗣涔校長對教育政策提出建
言，主張： (A)維護學術尊嚴、尊重專業自主

(B)教育體系運作正常化

(C)增

加教育投資、提高教育經費 (D)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讀。
(AB)46. 教育當局近來積極推動校園零體罰政策，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教育基本
法明文禁止體罰

(B)學校應維護學生學習權與身體自主權

(C)嚴禁教師管教與

處罰學生 (D)教師僅負責輔導學生，管教則由學生事務處（訓導處）執行。
(BCD)47. 下列那些教育政策目的可提供多元選擇的教育內涵？ (A)教育優先區

(B)

一綱多本 (C)高中新課程分級 (D)多元入學。
(ABD)48. 我國過去十年來學校數量變動情形下列何者正確？ (A)大學越來越多

(B)

專科急遽減少 (C)高職越來越多 (D)國中變動不大。
(AD)49. 有關九八高中課程綱要，以下陳述哪些是正確的？ (A)鼓勵延後分流
國、英、數三科將實施課程分級

(C)廢除國防通識課程

(B)

(D)98 學年度暫不實

施。
(BCD)50. 下列那些教育政策目的主要在於扶持弱勢、實踐「公平正義」價值？ (A)
高瞻計畫 (B)攜手計畫 (C)史懷哲計畫 (D)繁星計畫。
(AC)51. 下列那些是華人社會儒家傳統的教育理念？ (A)尊師重道

(B)注重學生權

利 (C)強調努力 (D)重視天生能力。
(AD)52. 有關海峽兩岸高等教育互動發展現況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我國尚未
採認大陸高等教育學歷

(B)我國設有大陸學生獎學金，以吸引大陸生來台就學

(C)我國已招收大陸生來台就讀大學 (D)我國已有學生赴大陸就讀大學。
(ACD)53. 有關我國高等教育的現況，下列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教育部鼓勵大學
積極招收國際學生

(B)所有國立大學均已法人化

案，目的在打造頂尖學府

(C)政府撥款五年五百億專

(D)依照新大學法規定，學位學程可開始招收學生並

授予學位。
(AB)54. 下列有關我國台灣學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A)幼兒教育尚未列入義務教育
(B)九年義務教育為入學免試、免學費及強迫性質
(D)高級職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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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已經實施十二年國民教育

(AC)55. 請問目前教師資格檢定考的考試主要包括以下那些內涵？ (A)國語文能力
(B)英文能力 (C)教育專業 (D)學科專業。
(ABD)56. 以下有關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陳述，哪些是正確的？ (A)分為「甄選入
學」及「考試分發入學」兩種招生管道
人申請」兩種

(B)甄選入學分為「學校推薦」及「個

(C)研究顯示「個人申請」方式較有利於弱勢家庭學生

(D)以考

試分發入學之招生名額佔大宗。
(ABC)57. 兒童福利聯盟六年前創立的「唉呦喂呀」兒童專線，提供兒童傾訴煩惱的
管道。今年四月公佈的分析報告中發現兒童最常傾訴的前三名煩惱包括哪些？
(A)擔心被同儕排擠

(B)課業壓力大

(C)家長過度干預生活

(D)身體健康狀況

差。
(ACD)58. 我國輔導中輟生的機構包括下列那些？ (A)慈輝班 (B)築夢班 (C)中途班
(D)中途學校。
(BD)59. 教育部今年四月頒獎表揚一百多名「校園 3Q（AQ、EQ、MQ）小達人」，
請問以下何者是 AQ 及 MQ 之意涵？ (A)AQ 代表 Ability Quotient 能力智商
(B)AQ 代表 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智商 (C)MQ 代表 Memory Quotient 記憶智商
(D)MQ 代表 Moral Quotient 道德智商。
(AB)60. 目前法令規定父母可申請在家自行教育子女，是指哪些階段的學生？ (A)國
小 (B)國中 (C)高中 (D)大學。

※※※※題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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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說明：
10. 目前欲取得中等教育教師資格者，包含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在內共需修
完多少學分？ (A) 30 學分 (B) 36 學分 (C) 40 學分 (D) 44 學分。
欲取得中等教育教師資格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26 學分，另加必修 0 學分
之校外半年教育實習課程；並依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向學生收取
相當於四學分教育實習輔導費。
本題答案因有爭議，決議無論選擇任何選項或完全不作答者均給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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